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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为什么叫做“真言”？

我们在第一节课就会学到耶稣是“道”

，是神的“真言”。当我们读约翰福音

时，我们会发现，聆听由约翰记录下

来的耶稣的真言，我们可以认识耶

稣，从而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

为什么“一对一”？

我们发现，跟一个或几个朋友以轻松

的方式学习约翰福音是了解圣经中耶

稣身份的好方法。这些笔记是特别为

非正式的一对一学习设计的。已经有

很多人在各种各样的地点（比如咖啡

馆、教堂、公园或家里）使用这些笔

记与朋友、家人、同事、学生一起学

习圣经 。希望这些笔记能对你同样

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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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到世上来

这段篇章包含了非

常多的内容，需要

进行不少解释，不

要见怪！

约翰福音第1章第1到18节

约翰福音以一段综述

开篇 第1到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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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开篇很令人惊讶！没
有天使，没有伯利恆，没有马厩，没有
婴儿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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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时间、在造物、在“太

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也就是说……他是永恒的!

第一章

从这里开始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  就是神。
2  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

3  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4 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  的光。
5 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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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强调了两次－道在太初就存 

    在了。

 •  生命的源头！
 •  生命的答案！
 •  永恒的生命 !
 如果像约翰所说，道是我们

         的造物主，这就说得通了！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是一个人！（“他”）

            道是神，也是一个人，他创造了

          万物。

奇妙的开始！

数数“道”这个词

道给生命
带来什么影响？

道是什么？

一共被提到了几次

或者说道是谁？

 耶稣就是那光，2000年后的今
         天，他的光比以往还要更加明
         亮。

第3节

第1节

第3节

第4节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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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神所

  差来的。

7  他来是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

  见证，使众人借着他可以相信。

8  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作见证。

9 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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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神差遣，为了指明“光”的到
来。。

在这章后面的部分，我们会看到：

•  他是当时的头条人物－旷野裡的
宣教士。 

•  如果是现在，想象一下你将会看
到电视新闻、社交网络裡全都是
关于施洗约翰的消息。

•  政府和宗教领袖派人探查他的底
细！

•  但施洗约翰不是那万众期待的
道。

约翰还没有
告诉我们这
道是谁……

通过施洗约翰，神确保

道的到来成为一件众所

周知的事。

施洗约翰的出场……

施洗约翰来到
世上是为了什么？

第6, 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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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享有家庭财富的“权
利”，而这财富超乎你的想像
之外。这个“父亲”比亿万富
翁还要富有！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

   不接受他。

12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圈里，成为神的儿

   女。

13 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

   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

   生的，而是从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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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   

• “自己的人”（犹太人）

成为神的儿女！

他们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

想像自己 被收养 成为皇室的一份
子。神给予的比这更好！

第12节中的句子－“他赐给他们权
利”－他拥有绝对的权柄。

不是的！有些人相信了。

道受冷遇……

谁排斥道？

什么权利？

谁有这权利？

独特美好的礼物（第12
看看那些接受他的人得到的

排斥是唯一的回应吗？

第10节

第11节

第12节

• 不是出生在有宗教背景的家庭的人

•  不是那些遵行特定宗教习惯的人

•  而是从神而生的人。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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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是指我们本不配得的，神白白给我们的良善和爱。真理就是真理－绝对的真理，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

   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

   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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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是神的儿子。
但他的名字是什么？ ！

令人惊讶的是，道并没

有在一阵旋风中强大震

憾的降临。约翰说，道

来到我们中间，满有恩

典和真理。

关于道，
约翰还告诉我们什么了？

神的荣耀在世上……

• 神作为一个人来到世上。

•  约翰, 这本书的作者, 想要我们知道，
他是此事的目击证人。

•   道是满有荣耀的－道是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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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约翰为他作见证，大声说：“这

一位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

的位分比我高，因为他本来是在我以

前的。’”)

16 从他的风声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

   恩上加恩。

17 律法是藉著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

理 

   却是藉著耶稣基督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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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旧约裡已经给了我们恩典。现
在我们可以看到完全的恩典－在耶
稣身上！

•  神良善的律法，以及所有的规则和
条例都将在耶稣身上得以应验－看
看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
来的不是律法，而是恩典和真理。

  他当然比施洗约翰大－道
是造物主神。

真理揭晓

施洗约翰是道吗？

那么道是谁？

不是！他指向道，说：“他……比我
位分高，因为他在我之前已经存在
了。”

第15, 16节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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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本
身是神！这
种翻译可能
会有帮助：
他（耶稣）
把他（神）
显明出来。

18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



19

   他在太初就存在了（最开始）

   他和神在一起

   他是神

    他创造了万物

   他赋予生命，现在以及永恒

  他让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约

              翰称之为“光”）

   他被世界、被他自己的人（犹
太人）弃绝 

    那些接受了他的人，他赐给他
们圈里成为他家庭的一分子

    他作为一个人来到世上

   约翰，这本书的作者，为耶稣

             做见证

    耶稣带着满满的恩典而来，而
不是世间的权力

    他带给我们一切真理 

摘要 

他不只是主日学校图画中和善的耶稣－柔和
谦卑。约翰说这个道，也就是耶稣，是有大
能，是造物主神，满有恩典和真理！

关于耶稣－道，

难怪约翰在

这与你想像
中的耶稣

有什么异同？

第18节这样结尾。

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1节

第1, 2节

第1节

第3节

第4节

第4, 9节

第10, 11节

第12节

第14节

第14节

第17节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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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章第1到18节

花时间再读一遍约翰的综述：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2 这道太初与　神同

在。 3 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

造的。 4 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照在黑

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 6 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神所差

来的。 7 他来是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使众人借着他

可以相信。 8 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作见证。 9 那光来

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

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

不接受他。 12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

权利，成为神的儿女。 13 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

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  14 道成

了肉身，住在们中间，满由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

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 15 约翰为他做见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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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在耶稣进入舞台之前，下一课我们要看到施洗约翰生平纪事。

声说：“这一位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

位分比我高，因为他本来是在我以前的。’” 16 从

他的丰盛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 律法是

藉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藉着耶稣基督而来

的。 18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

他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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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章第19到34节

为英雄的到来
所做的准备

•		利未人（第19节)－他是一位祭司（大部

分的祭司都是利未的后代）

•		以利亚（第21节)－旧约玛拉基书说，神

将在救主到来之前，派遣一位像以利亚一

样的人（他是以色列一位着名的先知，生

活在公元前840年左右）。

•		先知（第21节）－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

摩西，神在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应许他，

会派另一位像他一样的人，带领神的子

民。

•		法利赛人（第24节）－大都是地方官员，

严格的遵守宗教律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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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这部分中看到的主要人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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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下是约翰的见证：犹太人从耶路 

撒冷派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

问他：“你是谁？”

20  约翰并不否认，坦白地承认说：“

我不是基督。”

21  他们又问：“那么你是谁？是以

利亚吗？”他说：“我不是。”“

是那位先知吗？”他回答：“不

是。”

22  於是他们再问：“你是谁？好让我

们回复派我们来的人。你说你自己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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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受到严厉的盘问

施洗约翰的

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施洗约翰想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吗？

•  约翰－新闻热议的头条人物。新闻记
者肯定会去旷野採访他。他说的话肯
定会出现在你报纸的头条上！

•  犹太人一直寻觅着救主到来的信号－
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想知道约翰是不
是就是那位他们所等候的人。

•  政府的宗教领袖被派到约翰那里提了
很多问题：

 “你是谁?” 

  “你是以利亚吗？”……“你是那
位先知吗？”

  “你是谁？我们得给派我们来的那
些人一个交待。”

那么约翰是谁，他是做什么的呢？

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联络人”。

约翰在大街小巷中信誉很高，但他不
是救主……

  “我不是基督。” 

第19节

第21节

第22节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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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就是在旷野呼喊者的 
声音：‘修直主的路！’正如以
赛亚先知所说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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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

这种强有力的画面对当时

人们来说并不新鲜或稀奇……

施洗约翰想要告诉他们什么？

在王朝帝国林立的时代，在主要城
市修建宽阔的道路，让胜利的君王
能够在人民面前巡行，这是很常见
的事。

施洗约翰催促人们做好准备－神要来
了！

以赛亚是在主前700年神派遣的一位先
知。他告诉人们将来的救主身上会发生什
么事。

施洗约翰引用了以赛亚书里的词句，为的
是要预备我们迎接耶稣。

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这一时刻：“你们要清理耶和华的路……神的道。”



28

24 这些人是法利赛人派来的。

25  他们问约翰：“你既然不是基督，

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

么你为什么施洗呢？”

26  约翰回答：“我是用水施洗，但有

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

的；

27  他是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给他解

鞋带也不配。”

28  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东的伯大尼，

约翰施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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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寻找的人不是我……

他们问了约翰

施洗约翰说了什么

令人惊讶的话？

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施洗……？”  

施洗约翰说他能做的只是把你弄湿！
但是有一位远远超过他的要来了！ 

耶稣远远超过施洗约翰，他甚至不
配解开耶稣的鞋带，更别提为他洗
脚了！

在过去穿露趾凉鞋的时代，在满地动

物、满天灰尘的炎热街道上，洗脚可

不是什么好事。那是最低等仆人干的活

儿！

看看约翰在第28节中加了什么。在整本书
中，约翰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精确的历史性信
息，彷佛在说：“你自己亲自去验证吧，看看
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第25节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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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特指耶稣在十字架上

的死，指向耶稣将为

世界的罪而死的这个事

实。

29  第二天，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
就说：“看哪，　神的羊羔，是
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30  这一位就是我所说的：‘有一
个人，是在我以后来的，位分
比我高，因为他本来是在我以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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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给了耶稣一个

施洗约翰宣讲的是什么？

耶稣将要带走的

是谁的罪？

特别的称谓－是什么？ “神的羔羊”  

整个世界！这是给所有人的，不只是犹
太人。

犹太人每年最重要的节日是逾越节－就像西方的圣诞

节或者中国的春节。在逾越节的夜里，灭命的天使越

过了埃及全地，杀死了每家每户的长子，起因是法老

不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犹太人被告知了逃脱这个审判的唯一方法：将一只无

辜无暇羊羔的血涂在门柱和门楣上。这只羊必须和这

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过至少四天，这样，这家的人尤其

是长子能和它产生感情，因而体会到这只羊是替他而

死的。

约翰再次告诉我们，耶稣在约翰以前就存在了。当然

如此！他是造物主神。1-4节

第29節

第29節

•  所以这对耶稣特别的称谓是要提醒人
们耶稣象征逾越节的祭物，羊羔带走
人的罪，使人们能与神和好。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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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本来不认识他，但为了要把他

显明给以色列人，因此我来用水

施洗。”

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

灵，好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停

留在他的身上。

33  我本来不认识他，但那差我来用

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

降下来，停留在谁身上，谁就是

用圣灵施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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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差来的王……

关于耶稣，施洗约翰

被圣灵充满的羔羊

耶稣将要做什么？

还告诉我们什么？

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并且停留在
他的身上！  

•  在旧约中，圣灵常“降临”在神
差选的统治者或者是君王身上，
但都只是暂时的。

耶稣是把我们的罪带走的羔羊，他
能使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纯洁无
暇－预备好我们被神的灵充满。

没有人类能做到这一点。只有神可
以给予他自己。

约翰能做到的只是像徵性的把人弄
湿。耶稣才能真正施洗！ 

耶稣（用圣灵）让神永远住在人里
面。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耶稣）和圣灵。

第32节

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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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看见了，就作见证说：‘这
就是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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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第一章裡我们得知施洗约翰会
帮助我们“相信”。

  约翰只是一个谦卑的仆人（记
得洗脚的事！）

  耶稣是神的羔羊，他的死会带
走我们的罪

  耶穌是充滿圣灵的神的儿子

  耶稣会让神（圣灵）住在我们
里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做好准备－
耶稣要来了！

那么他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犹太人等了一千年之后，约翰不计后果的、大胆地宣称：耶稣是“神的儿子”！	第34节

第27节

第29节

第32节

第33节

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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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章第19到34节
19“以下是约翰的见证：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你是谁？” 20 约翰并不否认，坦白地承认说：“我不是基督。” 21 他们又问：“那么你是谁？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位先知吗？”他回答：“不是。” 22 于是他们再问：“你是谁？好让我们回复派我们来的人。你说你自己是谁？” 23 他说：“我就是在旷野呼喊者的声音：‘修直主的路！’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24 这些人是法利赛人派来的。 25 他们问约翰：“你既然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 26 约翰回答：“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27 他是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28 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东的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29 第二天，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就说：“看哪，　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30 这一位就是我所说的：‘有一个人，是在我以后来的，位分比我高，因为他本来是在我以前的。’ 31 我本来不认识他，但为了要把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因此我来用水施洗。” 32 约翰又作见証说：“我曾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停留在他的身上。 33 我本来不认识他，但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停留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34 我看见了，就作见証说：‘这就是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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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

英雄到来了……！

重读一次我们今天学
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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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章第35到51节
众人期待的英雄

在下面一段经文中，施洗约翰把传讲耶稣的任务交给了他的门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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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章第1到18节
• 道是耶稣
•  耶稣在太初与神同在－他是永恆的•  他创造了万物
•  他来到世上，“赐给我们权利”，成为他家庭的一员
•  通过耶稣，我们可以认识神
约翰福音第1章第19到34节
•  耶稣，神的羊羔，已经到来了
•  耶稣带走这个世界的罪
•  他满有神的圣灵
•  耶稣作为神，可以给我们神的灵

回顾一下，我们已经学了什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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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过了一天，约翰和他的两个门

徒又站在那里。 

36  约翰看见耶稣走过的时候，就

说：“看哪，神的羊羔！”  

37  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

从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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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约翰移交任务……

当施洗约翰
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又给了耶稣什么特别的称呼？

这一点非常重要：
约翰（作者）想要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的门徒是目击证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与耶稣在一起了……

他忍不住要说：“看哪，神的羊
羔！” 

施洗约翰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指明耶
稣就是那位神派来的救世主！ 

施洗约翰谢幕，耶稣出场，约翰
的两个门徒成了耶稣最初门徒。 

第36节

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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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
跟着，就问：“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

39 他说： “你们来看吧！”于是他们就去看他所住的地方。那一天他们就和耶稣住在一起﹔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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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遇见……

对这两个门徒来说，这真的是改变
命运的一天：能够遇见耶稣，并且
和他住在一起！

•  从那天起，直到耶稣回去天堂，
他们都和他在一起 

•  十二个被拣选的使徒中的两个

使徒是被拣选的门徒，是耶稣的见证人。

 注意门徒立刻把耶稣称作“拉比”（是老师的意

思）。就连会堂里的长官也总是称他为拉比。第38节

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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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听了约翰的话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

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得

烈。 

41  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告诉

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

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

42  安得烈就带他到耶稣那里。耶稣定睛

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

门，你要称为矶法。”（“矶法”翻

译出来就是“彼得”。）



45

注意第40节只告诉了我们其中一个人的名

字：另外一个大家认为是约翰（也就是福音

书的作者）……而且很明显他是亲眼见证耶

稣的见证人－回顾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

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

生子的荣光。”

在一起生活了一天之后，

安德烈对耶稣的印像是什么？

 西门－被重新命名为矶法／
彼得。矶法在亚兰语中是磐石的意
思。

安德烈不顾生命危险地说出大胆的
言论：他找到了人们等待已久的弥
赛亚，并且他非常确信。

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忍不住要告
诉别人！

这名字很合适，

因为耶稣后来使用

彼得，令他成为早

期教会的根基。

约翰1：14

第41节

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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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再过一天，耶稣决定往加利利
去﹔他遇见腓力，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 

44  腓力是伯赛大人，与安得烈和彼
得同乡。

45  腓力找到拿但业，告诉他：“摩
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
所记的那位，我们已经遇见了，
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
稣。” 

46  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
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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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

这是另外一个相遇的故事，腓力的

心中也毫无疑惑，他也确信遇见了

弥赛亚！

拿但业有疑问，他的疑问也是完
全有理由的。

拿撒勒是一個北方城鎮，是種族眾
多、宗教信仰混雜的地方。 

犹太人注重宗教的纯洁性，他们怎
麽也想不到犹太人的王竟会出生在
拿撒勒！ 

腓力充满信心地说：“你
来看！”

他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
问题背后隐藏着什麽？

第45节

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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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耶稣看见拿但业向他走过来，就

论到他说：“看哪，这的确是个

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  

48  拿但业问他：“你怎么认识我

呢？”耶稣回答：“腓力还没有

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

候，我就看见你了。 ”  

49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

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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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知晓一切！

我们怎么知道
耶稣就是弥赛亚？

耶稣自己做出证明：

•  耶稣看透拿但业的心：没有诡
诈。 

•  神奇的是，尽管耶稣当时没有跟
他在一起， 耶稣却知道他去过
哪里，做过什么事。

这对拿但业来说就足够了！

他也冒着毁坏自己名声的危
险，喊出了耶稣的身份！

下页继续。

第47节

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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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耶稣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开始一个

句子的时候，都是为了让我们注意后面他将

要提到非常重要的内容！

•  “人子”是耶稣称呼自己的时候最爱用的名

字。

 50  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我
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
信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些更
大的事。” 

51  又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
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众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
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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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第51节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

耶稣的应许是什么？

耶稣在此告诉众人他是谁！

他的听众是犹太人，他们一
定知道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
中的这节经文：

“你还什么都没见过呢！”  

•  耶稣是通向天堂的道路！ 

•  他联结神与人之间的鸿沟。

•  神的弥赛亚－神的羊羔，他
带走整个世界的罪！  

	“他作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顶直通到天，神的众使者在梯子上下往来。”

第50, 51节

创世纪第28章第12节：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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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1章第35到51节

35 过了一天，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 36 约翰看见

耶稣走过的时候，就说：“看哪，　神的羊羔！” 37 那两个

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38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

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

住？”（“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 39 他说： “你们

来看吧！”于是他们就去看他所住的地方。那一天他们就和耶

稣住在一起﹔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 40 听了约翰的话而跟

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得烈。 41 他

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 42 安得烈就带他到耶

稣那里。耶稣定睛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

称为矶法。”（“矶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43 再过

一天，耶稣决定往加利利去﹔他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

从我！” 44 腓力是伯赛大人，与安得烈和彼得同乡。 45 腓

力找到拿但业，告诉他：“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

所记的那位，我们已经遇见了，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

耶稣。” 46 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

说：“你来看！” 47 耶稣看见拿但业向他走过来，就论到他

说：“看哪，这的确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

花些时间再读一次今天
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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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拿但业问他：“你怎么认识我呢？”耶稣回答：“

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

见你了。 ” 49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50 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

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还要看见

比这些更大的事。” 51 又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

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众使者在人子的

身上，上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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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使用施洗约翰来预备人们迎接耶稣的

到来

•  他讲的是耶稣（不是教会，不是习俗，

也不是圣餐！）

•  施洗约翰是从旧约到新约见証人之间的

过渡

•  耶稣是：

 o		逾越节的羊羔－他来是为了作为赎罪

祭而死

 o  弥赛亚－他作为神拣选的王而来

 o  通向天堂的道路！

 o  第1到18节中的道成了一个人

•  约翰福音第1章第1到18节中的应许通过

耶稣成为可能。记得约翰福音第1章第

12节：

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一章总结

	“凡接受他的，就
是信他的名，他就赐给他们权利，
成为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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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什么？
耶稣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彰显他的荣耀……但是真的惊人吗？




